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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革命文化　深挖革命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览室探幽

□陈建龙∗　常雯岚　徐清白

　　摘要　大钊阅览室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２０年底东楼重启后新创建的特色资源阅览空间,
专供阅览和陈列与李大钊先生相关的书刊、实物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珍贵革命文献.适

逢建党百年,将承载革命文化的馆藏革命文献以专藏阅览室的形式单独保存并善加利用,可以向

读者和参观者显露出特藏资源珍贵而独特的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展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党

史教育学习基地的引领地位,探索图书馆特藏资源传统业务结合创新科研服务和革命文化教育

等功能的范式与进路.回顾并领略大钊阅览室的实践经验,对今后高校图书馆完善和开拓相关

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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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重启

后,新开辟了大钊阅览室.这间阅览室的构想与创

建,体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
对传承和弘扬“大钊精神”的主张与行动,践行了图

书馆继承革命文化的工作新思路.一年来的展陈与

阅览服务实践,受到校内外师生和其他用户的广泛

关注,为北京大学校园增添了追思先辈英烈、修习革

命历史、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适宜场所,为图书馆界

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特色文献服务相结合、“四
史”学习书籍的信息组织与专题陈列相结合的合理

途径,也为２０２１年建党百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贡献

了底蕴厚重的红色文化景观.回顾大钊阅览室的设

立缘起和初创经历,探察和领略全新展阅空间之下

的幽深意涵,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规划今后“更上一

层楼”的路径与步伐,乃是当下应有之要务.

１　缘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包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１].
加强“三种文化”建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国家的

文化基础设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高等院校教

书育人价值本位的体现.其中,作为连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桥梁,革命文化蕴

含了中华民族从承袭传统文化转向开拓新文化的历

史契机,也与北京大学师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

觉醒并成长的历史时期高度契合,相应的革命文化

教育功能必当受到关切和重视,然则作为革命文化

的实物载体的馆藏革命文献,应如何专门组织并揭

示、呈现出来,成为摆在图书馆人面前的重大业务创

新课题.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

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２].李大钊在短暂而辉煌

的３８年岁月中,不仅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

主任,而且将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不遗余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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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北京大学和图书馆传递给北大学子、同侪和无

数普通民众,这等既是“先生”也是“同志”的形象风

貌、集严格理性的教学研究工作与满腔激情的红色

革命实践于一身的不朽生平,也成为多少年来不断

激励和鼓舞北大师生和图书馆人的模范与榜样.
“大钊精神”内涵丰富,彰显了北京大学与中国革命

的深刻联系,也阐释了大学图书馆与革命文化的必

然因缘.近年来,借由一个世纪前的«西文书登录

簿»可证,恰是李大钊的刻意访求,为北大图书馆收

藏革命文献奠定了最初的根基;又据毛泽东同志回

忆,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也受到过李大钊本人

及多种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直接影响,因而“我在

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

克思主义了.”[３]如今为革命文献设立专藏阅览室而

冠以大钊先生之名,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大钊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事业之父,

为北大馆藏书刊的数量建设和质量建设作出了巨大

贡献,不仅依照国外先进的信息组织方法改良旧有

的馆藏体系,促使彼时的北大图书馆学科齐全、分类

合理、新旧兼顾、体量宏大,更是开启了自觉收藏和

大力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文献

的悠久历程,以具有北大特色的图书馆业务实践,呼
应了“五四运动所倡民主与科学的社会文化风向,反
映出北大在当时的办学宗旨与治学品格,引领了一

代青年学子的价值追求.这既是北大图书馆的光辉

历史,也是不容遗弃的优良传统.在此背景下,继承

革命文化,深挖革命文献,成为今日图书馆人重拾

“大钊”旗号的当然缘由与荣耀职责.

２０２０年,北大图书馆全馆上下克服新冠疫情干

扰,戮力推进东楼修缮改造工程按时竣工,值此良

机,图书馆将东楼地上第四层的北翼全部规划出来,
终于使这间谋划已久的阅览室获得充足的馆舍空

间,以大开间的建筑格局全方位满足了从文献收藏、
文物陈列到阅览、研习、参观、研讨的各项需求.加

之馆内原有专业背景馆员的人才储备,至此,软硬件

条件具备,大钊阅览室得以在较高的起点上创立和

实现.

２　初创

大钊阅览室在图书馆领导的全力支持下,由特

藏资源服务中心主导,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在短短

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了功能定位、空间规划、馆藏遴

选、展览设计等启动阶段任务,并在正式开放后的半

年内继续改进和优化,初步实现阶段目标,顺利迎接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２．１　功能定位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

的回信中强调:“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这不仅是对国家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提出的工作要

求,也是高校图书馆应当参照的建设标准,故而大钊

阅览室在宏观功能上将自身定位于“一专多能”的革

命文化继承与教育场所,为革命文献的深度利用提

供专业性的资源保障.
革命文化过去存在于革命历史实践和革命文献

之中,却没有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而终结,而是作

为国家和人民的精神财富、修养意境和时代价值,作
为一种“活的灵魂”,在当下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征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职

是之故,大钊阅览室当然要妥善储存和保管革命文

献,同时更要以“藏”促“用”;不仅必须提供革命文献

的基本阅览服务,而且应当发挥资源优势,拓展空间

功能,提供常设展览和专题陈列,进而满足和引导各

类用户的文化需求,有序开展革命文化教育活动;不
仅要立足北大校园,服务本校师生,而且要对接和疏

通校外乃至行业内外有关机构,加强革命文化教育

的交流、合作、协同、共享,擘画“全国一盘棋”,引领

全国人民自觉继承革命文化的价值风尚.

２．２　空间规划

从上述功能定位出发,大钊阅览室在馆舍空间

的布局规划上,首先充分满足馆藏革命文献的收藏

与阅览需求,在东楼四层北翼约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大开

间内,布置了９６组钤刻有北大图书馆圆形标识的实

木藏书柜和２５组钢木书架,以及１５张实木书桌和

配套座椅,供读者阅读和研习使用,摆设面积宽松适

度.这些书柜、书架及桌椅均布置在靠里侧的区域,
尤其桌椅都在靠窗的自然采光地段,与未名湖边的

博雅塔隔窗相望,而与室内的展览区保持距离,尽量

避开了参观讲解的噪音干扰,实现了共有空间整体

效用的有效分割.
参观者一进门就能见到７６件封闭式展柜和２４

块彩色展板,即李大钊同志革命与学术生平主题常

设展,展区面积约３００平方米,其西侧与装有万余册

革命文献的书柜、书架相邻,而读者或自习用户也会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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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阅览区和藏书处时路过展览区,无形中增加

了展览区的“曝光度”.与阅览区、展览区和门口位

置的办公区相交之处还辟有公共研讨区,以盆栽绿

叶植物和２组软皮沙发围住３张实木方几,形成“沉
浸式”的主题文化教育空间,可供小型座谈、沙龙等

活动使用,具有适当的研讨、社交和休闲功用.整个

房间开阔而明亮,布局严谨,张弛有度.
至于阅览室内的景观风格,既与重启后的图书

馆东楼保持整体一致,又有独特的设计感,如展板边

框用砖红色暗示民国时期的北大红楼,展板底纹采

自«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图案,全部实木家具则以黑

胡桃木漆色为基调,拣选民国元素而不失革命意境,
向来访者提示此间的年代厚重感.最具特色之处却

在室外,门口临窗一侧复原仿制北大红楼李大钊主

任办公室的旧式桌椅、书橱、报纸架等,又将馆内原

有青年毛泽东铜像请至对面,并在大门旁边张挂巨

幅油画作品«曙光———李大钊与毛泽东在北大»①,
聚焦于两位革命伟人相识、相交的重大历史时刻,搭
建起布局灵活、取材精当、风格肃穆、主题鲜明的红

色历史情景.

２．３　馆藏遴选

无论空间规划、装修布置如何用心,阅览室的核

心资源仍是馆藏文献,其遴选和组织成为创建工作

的重中之重.成立于２００５年的北大图书馆特藏资

源服务中心,在原有２０００册革命文献的基础上,除
了在本身负责收藏的５０多万册晚清民国书刊、孑民

图书室文献、西文特藏等资料中精心挑选,又从本馆

其他库藏按需调取,并额外采购新书,形成了目前总

计一万余册的大钊阅览室馆藏体量.
既以“大钊”为名,李大钊同志相关文献必不可

少,包括本人著作、文集和他人回忆、纪念的文章、书
籍,置于专门书柜.此外的馆藏主体即“革命文献”,
其定义在学界存有不同看法,而大钊阅览室立足于

北大图书馆的现有中外文特色馆藏,大致确定始自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止于建国初期的文

献收录年限,其间除中国共产党机关、革命根据地和

解放区出版、发行、制作的文献资料以外,还有在上

海、北京、重庆、香港乃至东京、莫斯科等地由各类出

版机构或新闻媒体印行的红色进步书刊和宣传资

料,特别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马克思列宁主

义经典著作早期译本、东西方各国社会主义学说及

文艺译作,以及中共早期党员的多种革命理论著述.
据此标准遴选而来的革命文献,既是北大图书馆现

有的最能体现中国革命实际的早期特色馆藏,也覆

盖了中国革命各时期、各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与理论成果.
虑及有相当一部分早期革命书刊品种较为常

用,为保护馆藏原件,阅览室调取或采购了十多套近

年来影印或重排出版的专题资料丛书,开架摆放以

便随时取阅翻查,而宽广齐整的卷册阵容也为室内

景观加添了相当的“视觉冲击力”,格外引人注目.

２．４　展览设计

在全部开放区域内占据约三成面积的展览区,
是承载大钊阅览室第二重要功能的所在.无论展

板、展柜、展品还是展线,对展览陈列各要素的安排

与设计也必须同样契合功能定位与展览主题,才能

履行背靠革命文献典藏资源、实现革命文化教育目

标的阅览室业务职责.
首先研究确定常设陈列主题,即围绕李大钊先

生在北大及图书馆的工作与革命经历,凸显爱国主

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精神财富.主题一为“李
大钊与中国革命”,展现大钊同志积极参与救国启蒙

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履历,并借“亢慕

义斋”珍稀文献和«西文书登录簿»所录革命文献转

入主题二:“李大钊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包括先生在

图书馆业务改良和现代学术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
及对青年同事毛泽东的影响.

展品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民国“二次革命”
前夕到中共建党之初的馆藏报刊、书籍,二是李大钊

先生任职图书馆期间采访收藏的书刊资料,两者也

有重合.期刊、报纸是当时国内外进步思想传播与

争鸣的前沿阵地,也是真实记录李大钊先生海外留

学前后和“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转变与革命实践的文

物载体,尤其«新青年»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

国革命的多篇文章,将青年一代从“五四”时期爱国、
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浪潮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层

次.李大钊先生作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和图书馆主

任,除担当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外,还大力引进西

文革命文献,甚至屡次向图书馆捐赠价格不菲的国

外书刊.这批英文、法文、德文及日文原版书籍、杂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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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尤其是八件珍稀的“亢慕义斋”西文图书,既能体

现北大早期馆藏的时代特色,也是中国青年接受西

方进步思想、认识全球革命历史的上游通道.此外

还有不少社会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也是当时入藏的

重要革命文献,例如对毛泽东同志影响最大的三种

著作———«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
为此特辟专柜集中展陈,彰显伟人心路,纪念时代

转捩.
除上述民国早期出版物、印刷品外,也有大钊先

生的手稿、书信(均为复制件)以及根据地、解放区时

期的相关书刊资料作为必要补充,以期全面展示先

生的人格魅力和先驱精神.
展柜周围的６根立柱各张挂４片展板,除文字

介绍外,主要展示大钊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肖像照片、
相关建筑景观和其他文献图影.展区风格统一,展
品多样,气氛庄重,图文并茂.

２．５　改进与优化

前期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大钊阅览室

随图书馆东楼重启而开放服务,随后又不断改进.
展览区靠南墙一侧本是许多读者必经之路,时

逢建党百年,图书馆决定在此设立“书说党史”专架,
配合“四史”教育活动,为党史学习提供专题文献支

持.专架由７组共４２节钢木书架组成,除了精选的

李大钊著作、文集、年谱等,主要摆放新中国成立后

出版的党史专著、回忆录,«马藏»«红藏»等大型影印

资料丛书,以及习近平同志的理论著作,共计千余

册.专架的设立,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大钊阅览室的

革命文化主题,也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浏览、取阅,
大大提高了党史类文献的“曝光度”.

常设展览的主题虽然确定,但随着参观活动的

实际开展,展品内容和陈列方式仍需不断调整和优

化.通过反复调研和讨论,经历四次重大“改版”,目
前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第五版展览方案,即对原第一

主题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救国思想启蒙做出区

分,同时将单一的时间线重组为三条相对独立的时

间线: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李大钊早期救国

思想、李大钊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新方案的参观动

线不再机械地强调时间顺序,而是优先突显大钊同

志卓越的建党贡献: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党的活动.
为此继续挑拣相关旧报刊馆藏,从中补充了必要的

展品,展品总件数从１００多件增至１５０多件.以革

命文献呈现党史、校史、馆史,以有形载体丰富学习

内容和文化内涵,综合运用文献实物、文字说明、图
片展板相结合的展览方式,予以生动呈现,增强了革

命文献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为保护实物原件,也采

用部分复制件或高仿品,尽量还原文物真貌,扩展陈

列范围.

２．６　阶段成效

开放一年来,大钊阅览室成为广大校内学生用

户读书、研习的优先选择场所,共计接待来访者超

１３万人次.除一般读者外,国内外参观团体和个人

也有约一万余人.同时也成为校内外众多革命教育

宣传片的取景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均

有报道.新华社、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第一巡回指

导组和学校主要领导都曾前来参观指导,对大钊阅

览室的建立给予充分肯定.为迎接建党百年,中央

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机构

专门在大钊阅览室取景拍摄,制作宣传片.北京新

闻广播还专门对馆藏革命文献———“亢慕义斋”藏书

做了主题报道.丰富的馆藏、生动的陈列、宽敞的空

间、专业的讲解,无不有力支撑了持续高企的日常访

问量,而大量读者的来访也反过来增进了展阅内容

的传播和曝光,形成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
通过接受该室专业馆员的讲解培训,校内学生

志愿者和全馆青年馆员也对李大钊生平事迹和馆藏

珍贵革命文献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受到爱国主义

和革命文化的深刻教育.馆外与元培学院合作共

建,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革命文献整理和大钊阅览

室专题展览的讲解志愿服务,以讲促学,以学提质,
努力把“有意义”的东西讲解得“有意思”,使原属于

专业馆员的资源建设工作得以更快完成,保证了后

续深入清点整理革命文献的工作的及时展开.馆内

大力引导青年馆员参与展览布置、文献整理、导引讲

解等主题活动,努力培育“四有”馆员,形成“四尚”风
气,深化馆员们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理解以及对

“用户导向、服务至上”基本理念的认识.更好地推

动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３　领略

前述初创于一年前的大钊阅览室,其馆藏文献

若从来源分析,或属北大旧藏,或收自其他京内院

校、团体,如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德学会等,其长

期固定馆址距离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或上海都很遥

远,今日仍能遴选出上万册革命文献特藏,较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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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党的早期活动面貌,真实反映中国革命的思想

轨迹,可谓既有文献史料价值,也有相当的文物价

值,堪为研习中共早期党史不可或缺的书证,也是北

大师生投身革命洪流、砥砺革命精神的历史见证.

３．１　明确革命文化和革命文献概念,推动完善相关

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系统化

革命文化是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中

形成并发展的精神财富、修养意境和时代价值的总

称.就中国革命而言,革命文化自然是服务于革命

的目的,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奋斗主体既

有个人(仁人志士),也有组织(中国共产党),形式上

表现为精神的形成及其对个人和组织的内化领悟和

外化作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脉相承、辩证统一.当文化的时间特征从１９２１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起,革命文化亦可称为红色文化.
从文化的载体特征看,革命文化或红色文化均可承

载在包括文献在内的众多载体中,形成革命文献或

红色文献概念.通过革命文献传承革命文化,也就

成了图书馆的专长.
大钊阅览室作为革命文献的专藏书库,从图书

馆的本位职能出发,凭借如此体量与质素的馆藏根

底,不但足以服务于革命历史的深入探究和革命理

论的持久钻研,还能为继承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创建出底色纯正、资源丰沛、意义重大、价值珍贵的

文献宝库.
随着对现有馆藏的后续梳理,大钊阅览室“革命

文献”的概念外延愈发明确———辛亥革命时期进步

书刊、“五四”运动时期进步书刊、马克思主义早期译

本及相关宣传书刊、与李大钊有关的革命文献、与北

京大学(李大钊以外)有关的革命文献、抗战之前中

共文献、抗战时期中共文献、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中共文献.
上述８类文献大致覆盖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所谓“现代”历史分期,著作、翻译、出版、发
行的来源和目的不尽相同,其中１９２７年李大钊牺牲

后的文献往往与李大钊并无直接关系,但大钊精神

及其折射出的马列主义思想如同燎原星火照亮神州

大地,以他为榜样的革命者群体和他们留下的革命

文献,参与并见证了伟大祖国历史走向的彻底扭转.
这些文献中的早期著作或许尚不成熟,但同样值得

回顾、挖掘和总结,为今日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铭

记初心、奋楫前行的革命新征程,提供真实严谨的历

史镜鉴和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也为图书馆完善革

命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提供更加结构化和系统化的业

务知识,便于准确把握不同类型文献在著作、翻译、
印刷、出版、传播、收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学术价

值、教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文学价值乃至美

术价值等方面的特点.

３．２　实现图书馆室内空间多功能一体化建设,探索

图书馆职能的完善和深化

为了更深入地发掘这一馆藏革命文献宝库,大
钊阅览室大胆尝试展示、阅览并重的空间布局,以这

样的创新业务形态激发馆员的创新工作实践和用户

的创新参与体验.传统图书馆更多强调采取科学的

信息组织原则,如各种图书馆分类法,对阅览室书刊

文献进行中立而无偏向的排列与展现,从而便于读

者根据不同专业学科或科研课题来浏览和挑选馆藏

图书,虽然坚持了科学原则,尽量避免了对读者主观

选择的干涉,但也亏欠了对人文价值的引领.大钊

阅览室将博物馆的展览实践运用到图书馆的阅览空

间,打造出一个多元化的图书馆服务空间,将文献收

藏、阅览服务、展示宣传、休憩放松等多种功能有机

融为一体,促进着传统图书馆向多层次、综合性、高
效型的智能化现代图书馆发展,主动探索革命文献

可以带给用户更多可能,不仅兼顾了知识性和艺术

性,而且能将旗帜鲜明的价值导向推送到读者面前,
不动声色地达成阅读引导的效果,为学校师生服务,
为教学科研服务,实现文化教育职能特别是理想信

念教育的常态化.
宏大通透的书房布局之内,静默无言的典藏陈

列之中,蕴含着整座阅览室的幽深意涵:大钊是珍贵

文献,大钊是创新空间,大钊是资深教员,大钊是模

范馆员.

４　规划

作为“老主任”的后辈同仁,新一代北大图书馆

员与有荣焉之余,也必会继续建设和发展好大钊阅

览室,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的胜

利实现贡献力量.为此,下一步还将对大钊阅览室

内的革命文献展开详细清点,在馆藏未编书中继续

挑选和甄别革命文献,为部分北京大学革命文献建

立特色电子数据库———这三个“小目标”虽然平凡而

切近,但既能妥善保护文献及实物类馆藏革命文物,
又能健全图书馆文献资源业务体系.在守住文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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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本分、实现基本职责目标的前提下,才能以藏助

用,协力加强革命文献的整理性研究和革命文化的

阐释性研究.
同时,在原有革命文献资源基础之上,图书馆持

续收集整理与李大钊思想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目
前正在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合作筹建“李大钊研究

文献资料中心”,此项合作将会为深入开展李大钊和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立等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

撑.除了馆藏的持续收集整理,还要探索社会化的

馆藏利用模式,包括而不限于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

院、大钊研究中心等院系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将馆藏

革命文献资源的教学科研价值与北大革命文化的宣

传教育价值“最大化”,让全校师生乃至全国人民真

正获得和享有革命文化所蕴藏的历史积淀与精神

财富.
大钊阅览室也将保持作为全馆创新型空间的标

杆地位,积极对外合作,厉行反求诸己———突出专业

馆员的职责担当,持续挖掘和提炼馆藏文献的价值

意义,从用户反馈和对革命文献本身的进深认识出

发,改良服务质量,提升业务水平.正所谓“教学相

长”,无论是开辟线上展览、建立数字典藏,还是举办

文献讲座、扩充志愿队伍,只有当本室馆员对大钊先

生在动荡岁月坚守的职业追求和学术品格怀有真切

的效仿愿望,对大钊同志在觉醒年代高举的革命旗

帜和北大品牌产生自觉的接班志向,才能确保这些

工作不至于出现偏差,和谐共振、有所作为地开展各

项日常业务,将大钊阅览室建设成为具有北大特色

的革命文化教育基地,全力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

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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